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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查复工复产工作情况。

4

月

8

日， 后勤中心召开一届一次职代会

暨

2020

年工作会。 后勤中心党委积极行动，全

面部署，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扎实宣贯，有

序推进 ，掀起宣贯公司 “三会 ”精神新热潮 ，各

支部、部室、班组结合工作实际，做好“三会”精

神宣传， 为

2020

年度后勤中心聚焦改革担当

作为 ，提升质效有为有位 ，创新创造高质量服

务型企业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

疫情防控不放松，宣传学习两手抓

中心利用宣传栏、

QQ

群、微信群、电子屏、

座谈会 、交心谈心等多种渠道 ，在全面做好复

工复产疫情防控的同时，大力宣传公司“三会”

精神， 并对

2019

后勤中心年度工作进行全面

总结，对

2020

年生产经营任务进行分析，将公

司及后勤中心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巨大压力向

全体职工讲明讲清讲透。 围绕后勤中心“一二

三四”发展战略定位 ，结合 “三会 ”精神 、“过紧

日子 ”等展开网络大讨论活动 ，要求全员在创

新创效的舞台中 ，围绕破解三大压力 、抢抓四

大机遇、聚焦深化改革，找准自己的位置，敢于

担当，砥砺奋进。

贯彻落实注重实效，党员干部勇当先

中心党委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对“三会”精

神做了全面剖析， 并对

2020

年各项工作要点

进行了全面解析，要求各支部党员干部立足本

职，将公司 “三会 ”精神作为工作的行动指南 ，

并将其转化成实际行动 ，率先垂范 ，让党徽在

岗位上熠熠闪光，让党员干部充当“三会”精神

宣贯落实的“急先锋”。

中 心 紧 扣 国

企改革新要求， 以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围绕加快

公司二次创业，实现再次崛起，以

巩固和扩展主题教育为动力，破解“三

大压力”，抢抓“四大机遇”，抓实成本管控，

主攻改革落地，盘活存量资产，提升服务质量，

推动创新创效，干群合力为后勤中心打造高质

量服务型企业努力奋斗。

众志成城创新篇，砥砺奋进争佳绩

在落实公司“三会”精神的同时，中心还要

求全员坚定改革信心 ，实现全面突破 ，并做到

以下五点：一要继续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

击战 ，不断巩固和扩展前期防控成果 ，确保防

控经营“两手抓、两不误”。 二要突出主业变革，

提升锦鑫物业服务品牌，盘活存量资产实现创

新创效。 三要围绕改革重点实现分兵突围，要

遵循市场原则，加快房地产、液化气、幼教业务

退出。 四要规范合规运营，提升管理效能。 五要

突出党建引领，强化责任担当，坚持以人为本，

提升文明和谐。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虽然面对巨大

的压力 ，但后勤人把压力转化为动力 ，继续立

足两手抓 ，做到两手硬 ，一手继续抓好疫情防

控 ，一手重点抓好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 ，最大

限度维护好职工安全，全面实现生产经营和改

革发展目标，众志成城，群策群力，为后勤中心

创新创造打造高质量服务型企业而共同努力

奋斗。

（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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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4

月

3

日， 金格公司召开一届二次职代会暨

2020

年工作会，传达了集团公司“三会”精神，仔细

分析了金格公司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 部署了今

年经营工作的方向和目标， 动员全体职工投入到

“开拓市场谋发展”攻坚战中。 金格公司以逆势发

展为中心，吹响了“全力以赴闯市场谋增收，拓展

企业生存发展空间”嘹亮的冲锋号。

直面内外严峻形势，积极作为寻找突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多重不利影响，金

格公司领导班子及时召开多轮班子碰头会， 在部

署好疫情期间防控工作的同时， 对全年工作进行

了再安排。 公司分析指出：公司建筑行业将持续面

对有着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雄厚的资金实力的大

型国企行业冲击，想要“虎口夺食”的难度越来越

大；物流行业竞争持续加剧，传化物流等知名企业

相继建成运营，地方运输市场竞争愈发激烈，行业

“服务要求高、业务利润薄”的趋势日益凸显；售电

业务市场仍然处于依赖集团内部及相关企业，社

会售电还存在着国家电网掌握主动权和相关政策

限制的实际情况，市场拓展依旧艰难。 公司主营的

三个业务板块市场拓展市场、 创造利润的难度越

来越大。

在

2020

年工作会上，公司充分分析了当前内

外严峻形势，向广大职工宣讲了公司决策，鼓励广

大职工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公司“过紧日子”有关工

作部署。 在面临“经营压力多重叠加和市场开发不

容乐观的双重压力”严峻形势下，公司班子已经充

分认识到持续抓好市场化对标管理、 加大开拓外

部市场业务，并全力做好“过紧日子”工作势在必

行。 认识到打铁还需自生硬，唯有苦练内功、挖潜

增效、节流开源才是公司根本生存之道。

深层次拓展内部市场，夯实公司生存基础

4

月初， 公司向冶炼厂

40

万吨项目组提交了

有关钢制渣包的投标书。 其中对“金格钢构”牌钢

制渣包制作和应用做了详细介绍，对渣包在

40

吨

项目中的可行性做出分析报告。 这只是公司紧密

跟踪公司内部重大项目中的很小的一个体现。 公

司还在集团公司内部冶化建设、冶化检修、产品运

输、 电力维护等多业务上主动介入， 参与市场竞

争，希望通过围绕集团公司产业链及商贸业务，积

极融入、主动对接，寻找商机，力争在内部市

场上有大的突破。

在对

2020

年工作任务形势分析

中， 公司明确了内部市场是

公司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做优存量业务保冶化的

同时，更要开发增量业务，努力为集团公司提供深

层次服务。 通过牢牢把握集团公司内部业务，主动

参与项目的规划设计、工程招标、施工建设，实现

早介入，早攻坚，尽可能多地承揽土建、钢结构制

安和水电安装工程。 同时通过加强与集团部门的

联系，积极承接集团内部兄弟单位零星工程、水电

改造业务，努力扩大公司产品在公路、水路、铁路

外运份额。

全方位出击外部市场，拓宽公司发展空间

4

月

11

日， 物流铁运分公司一季度业务统计

报表出炉，铁运分公司一季度集装箱铝锭、粗铜及

铜杆类发运，量达到了

18000

吨，创历史新高。 该

分公司充分发挥铁路运输

B

类资质和优惠价政

策，利用机车车辆、货车运输、人员技术等资源优

势主动出击， 先后与周边钢铁公司合作制定公铁

联运优化方案， 达成了公路联运钢材运输业务合

作协议，承接了销往湖南怀化、安徽合肥地区的钢

材发运业务，预计年发运量

3

万吨左右。

4

月

16

日， 由金格物流汽运分公司承运发往

宜城的

2000

吨硫酸首趟硫酸车启程，这也是物流

航运分公司硫酸销售业务自疫情发生以来再次取

得新的突破。 在经过不懈努力解决疫情期间硫酸

滞留困境后，面对回暖的市场环境，物流公司紧跟

市场形势变化， 迅速投入到硫酸市场的稳固和新

市场开发攻坚中。 先后在武汉、应城、宜城等地销

售业务取得新进展 ， 本月新增销售订单量就达

5000

多吨。 同时，武穴、祥云等老客户当月也大大

增加订单量。 当前，物流公司正在通过航运、汽运、

铁运协作来保障运输任务的达成。

主营的商砼销售业务的建安公司构件厂自

3

月

17

日复产以来，已经与某地产项目达成了

3

万

方混凝土供应意向协议， 并另有

3

万方业务量正

在紧密洽谈中。 该厂商砼销售业务实行完全市场

化运作，在加大风险控制力度的同时，通过主动联

系周边房地产项目，用“随叫随到”的优质服务争

取客户信任。

4

月

15

日， 建安金格钢构公司制作的

60

吨货

物装车发往安装现场，这已经是钢构公司近期第三

次为该项目发货，三次总发货量近

150

吨。 钢构公

司为全力抢回被疫情耽误的制作工期，自复工以来

就开足马力投入到工序各个环节，并针对当前最吃

紧的下料阶段采取白加黑、

5

加

2

的突击模式，经过

近一个月的加紧制作，已经有效缓解了疫情带来的

工期延误，得到甲方高度认可，因此还主动增加了

定量。 该公司在面对日趋白热化的钢结构竞争市

场，在加强巩固老客户的同时，加大对新客户、新业

务的开发力度。 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力

求用优质的产品留住客户、赢得市场。

“多占才能多得”，公司部署各主营业务板块要

在拓展市场业务上做到主动出击，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 努力做到巩固周边市场和加大开拓新市场并

行。 具体在建筑安装方面，要通过主动加强与合作

过的多个国内知名等设计院及周边行业相关企业

保持联系，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开发新的市场业务；

物流运输方面要发挥公铁联运优势，用好铁路运输

B

类资质和优惠价政策，加强与贸易商和物流商的

合作，力争承接社会货物量超出上年水平；动力水

电方面要巩固、扩大黄石、大冶地区供水业务，争取

实实在在效益。 发挥资质优势，加强与黄石地区供

电部门联系，承接社会供电工程业务。

高标准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实现市场效益

4

月

14

日，经过多轮谈判，动力分公司与市铁

投公司达成初步协议，协议中对长江管道搬迁项目

中使用的铸管尺寸进一步进行了明确，项目洽谈取

得了新进展。 该项目为市铁投公司建设轨道交通运

输线路工程，工程线路涉及动力分公司长江管道搬

迁， 需要搬迁管道

14000

米， 建设资金达到

1.2

亿

元。 自项目筹备以来，动力分公司与市铁投公司密

切合作，多次与设计方就搬迁方案进行讨论，目前

方案已初步成型，正在进一步论证阶段。

与此同时， 公司要求动力板块和建安板块就

该项目要开展业务的密切合作，实现资源互通，业

务互补，资源共享。 要积极跟进主动参与，高标准

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动工，并提前准备人、器、具等

前期工作，通过精心组织、科学的施工，确保工程

按期安全完工，实现项目盈利。

截至

4

月

15

日，金格公司承担的本地区“三

供一业”分离移交改造项目进展顺利，全部屋面整

修已经完成

65％

。 在“三供一业”项目中，由建安公

司承担的物业改造涉及本地区

13

各小区，

271

栋

楼房，项目资金达到

5000

多万元。 目前已经完成

了前期的全部的楼梯间整修和排水管道整修，下

一步将继续对路面和围墙进行维修。 由动力分公

司承担的铜花小区全部水网改造已经完成， 下一

步将对电力改造项目继续跟踪， 争取承揽更多的

移交改造项目，实现重点项目创市场效益。

（金格公司宣）

金

格

公

司

：

4

月

15

日， 在设研公司检测检验党支部的党员创新工

作室，行业标准《锡化学分析方法》铜、铅、铋的研制工作正

式启动。 集团公司“三会”后，设研公司党委紧紧围绕公司高

质量发展任务，指导支部立足技术实际和生产重点，组织党

员创新团队，开题立项，埋首攻关。时间不等人。设研公司干

部职工全员加速，争取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把疫情影响的进

度给“抢”回来。

今年是“党建巩固深化年”，设研公司党委着眼于“三基

建设”，为党委班子每一名成员、每一名党支部支委委员“定

制”了党建工作责任清单，明确书记、委员的责任，大家对照

清单开展工作，让工作流程更加规范，工作步骤更加扎实，

实现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升级，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

发展。

打造两支队伍，学习成果更加高质量

公司有党员

95

名，占职工人数的

58％

。 公司党委充分

发挥党员数量多、比例高的优势，打造“党员带职工”“师傅

带徒弟”两支学习队伍，激发全员比思想、比学习、比业务、

比技术、比创新的积极性。

“三会”召开之后，“高质量发展”和“过紧日子”引发了

职工热议。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和过好“紧日子”并行不悖？

大家对照“三会”报告，结合本职工作找答案。 疫情之下，大

家早就养成了线上“云”学习、“云”讨论的习惯，在支部学习

群里，党员领学“三会”精神，谈学习体会，职工也参与其中，

小到身边的成本管控，大到开拓市场的构想，无所不谈。 有

想法，更要有行动。 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公司党委进一步

深化导师带徒活动，每位党委委员带头收徒弟、认徒弟，公

司资深技术人才仔细挑徒弟、带徒弟，将自己的技术经验毫

无保留，倾囊相授，青年技术人员成长成才之路，随着公司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越走越宽。

打造三个阵地，品牌创建更加高质量

作为集团公司的技术中心，设研公司找准定位，发挥优

势，打造支部示范阵地、党员创新阵地和技术交流阵地，把

基层党建工作阵地建在全公司干部职工的心坎上。

在“三型”党支部创建活动中，检测检验党支部积极打

造“示范党支部”。 支部齐聚“下陆工匠”“黄石工匠”，既评选

“每月一星”，还举办“每月一讲”，党员骨干为职工讲授化验

理论知识；骨干们既带徒弟，又传匠心，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其他支部纷纷学习该支部经验，努力向示范支部看齐。

不仅如此，通过共建活动，公司党委积极打造党员创新

阵地和技术交流阵地，共建活动以职工创新工作室为平台，创

新工作室成员和职工成立“一对一互助小组”，进行技术帮扶。

设计咨询党支部和地勘测绘党支部，围绕开拓外部市场、提高

服务质量这一主题，开展共建，探讨过程管控，成本管理上的

经验和不足，擦亮支部党建品牌。 检测检验综合党小组和试

金党小组围绕提高分析水平、提高操作技能、降低成本消耗这

一主题开展共建，共同促进化验室任务顺利完成。

打造四种标杆，党建考核更加高质量

公司党委加大党建工作考核的力度。 公司党委每季度

召开党群工作例会，总结上季度，安排下季度，支部每月制

定计划，进行上月度党建汇报，确保党建工作落地见效。

在今年的“每月一星”评选中，针对党员的量化考核更

加全面，公司党委努力发掘学习、业务、攻关 、奉献四种标

杆，打造身边榜样，评选岗位明星，使党员发挥示范作用，让

职工向标杆看齐，抓好党员这个基本队伍，促进党建工作与

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集团公司 “三会” 为设研公司全体干部职工树立了信

心，指明了方向，全公司上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立足当

下，开拓市场，紧跟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步伐，不断前进。

（刘飞 刘欣杰）

设研公司：后

勤

中

心

：

▲

金格公司召开一届二次职代会暨

2020

年工作会。

▲

钢结构产品整装待发。

设研公司班子成员深入

40

万吨

项目建设详勘现场指导工作。


